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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概 况
专业源于知识和经验

FAG是滚动轴承工业的先驱。在

仅能提供具有更高性能的全系列

流体技术 – 您在液压系统和流体

1883年，弗里德里希•费舍尔先生

滚动轴承产品，还能为客户提供

泵领域的强大合作伙伴

发明了球磨机，此次创新被认作

优质的服务解决方案。

• 专家技术支持

INA和FAG的全系列产品在液压

• 完整的轴承产品系列

系统和流体泵等领域的应用属于

• 更高的技术要求以提高效率

流体技术行业，我们的轴承及专

• 更长的使用寿命

滚动轴承工业历史的开端。INA的
成功之路始于1949年， 当时乔治•
舍弗勒博士研发了带保持架的滚
针轴承— —个独创的想法使滚针
轴承在工业上的应用获得突破。

件可满足该行业应用在高可靠性
和高效率上的严格要求。流体技

2003年，舍弗勒集团整合INA和

术行业需要通过研发定制解决方

FAG两大品牌，依靠其强大的研

案，或者应用成熟的标准轴承及

发力量和优势资源，我们现在不

专件，来满足各种需求。

• X-life优质产品
• ISO/TS 16949:2002 质量认证
• 轴承、密封和材料的优化组合
• Bearinx® 轴承计算软件可提供
最可行的轴承产品选型
• 用于批量生产-高精密冲压部件、
活塞、阀及其他产品的先进的制
造设备
• 便于购买
• 为滚动轴承产品和应用提供全方
位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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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范围

• 滚针轴承

• 滑动轴承和关节轴承

• 精密冲压部件

• 滚子轴承

• 内圈

• 锁紧螺母

• 球轴承

• 钢制柱塞环

• 活塞和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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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 动 和 运 动
径向柱塞式或凸轮转子式高扭矩马达

高品质的圆柱滚子轴承，无磨削
加工纹理精磨内圈、高精度锁紧
螺母和其它液压专件提高马达的
可靠性。
典型的INA轴承和专件
• 承载能力更高的圆柱滚子轴承使
高扭矩马达的凸轮

设备运行平稳
• 钢制柱塞环具有低泄漏和低推进
力的特性，密封预紧力通过精确
计算以确保高效密封和最小摩擦
• 优化的耐磨部件，如：用于高扭
矩马达带特殊涂层的滚动组件

优化承载的支撑滚轮

高扭矩马达——是在高扭矩工
况，包括突然停机和反向运行需
要的理想选择。其典型的应用包
括机床设备，农用机械，破碎
机，给料装置，轧机，造纸机
械，散装材料输送设备。
在恶劣运行状况下会产生极高扭
矩（例如：1,400,000Nm）。高扭
矩马达替代传统齿轮箱和马达组
合，可在低速下显著降低启动摩
擦及消除粘滑运动。由INA制造的

锁紧螺母（用于轴承预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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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轴泵和马达

斜轴泵

易于安装的斜轴泵通常为液压系
统提供压力。主输出轴带动倾斜
布置的柱塞往复运动。除了轴
承，INA提供高精度开口的钢制
密封环，即柱塞环。柱塞环的外
径设计成对称型或非对称型的轮
廓，以及其它几何轮廓。我们也
提供高精度的配流盘和其它精密
冲压部件，它们具有精确的轮廓

INA - DRG 钢制柱塞环系列具有优

用于轮边驱动的圆锥滚子轴承

良表面质量
• 低摩擦，最小泄漏
• 低磨损，高抗磨性

和很平滑表面等优点，这些部件

• 耐油腐蚀，耐高温

也可以由金属复合材料制成。

• 针对应用定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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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 健 设 计 且 低 摩 擦
工程机械液压系统

对于土方设备和运输机械来说液

我们的滑动层和轴承钢基体之间

• 免维护且环保

压是必不可少的动力源。ELGES

的粘接技术非常可靠，可免除潮

品牌的关节轴承，自身具有免维

气对其影响。滑动材料不膨胀，

• 结构紧凑，高性能

护功能的 Elgoglide 涂层，无需再

不与金属融合，并且具有很强的

润滑，可用于液压油缸；我们的低摩

耐化学腐蚀性。

®

• 易安装，占用空间小
• 基于用户需求的特定设计

擦滑动轴承具有很高的承载能力，特
别适用于高载荷的摆动工况。
斜盘（设计）式轴向柱塞泵
柱塞缸体固定不动，倾斜的滑履
和斜盘固定在驱动轴上。柱塞的
往复运动产生的巨大轴向力由推
力轴承承受。轴系统不平衡和柱
塞产生的径向力是由经过优化设
计的圆柱滚子轴承承载，速度性

能更好，稳定性更高。
优良的轴承技术来自于
• 即使在极高载荷下，仍平滑而
低摩擦的运行
• 高的额定静载荷及额定动载荷

推力圆柱滚子轴承

变量柱塞泵
INA轴承为挖掘机的精确操作和

承，配流盘，钢制柱塞环等部件

路面工程设备高精确定位及载荷

也都是首要选择。无磨削加工纹

频繁变化工况要求提供支持。即

理精磨内圈、带陶瓷镀层的密封

使在高压情况下，满装或接近满

内圈具有极好的耐磨性和密封

装的圆柱滚子轴承仍然可以对流

性能。

量变化进行精确设定，月牙形轴
月牙形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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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止 或 移 动 设 备
齿轮泵

客户定制的精密冲压件

齿轮泵几乎用于所有工业领
域——不是很显眼，却很有效。
这些泵用于供应冷却液，传送食
品和保持液压系统工作机械设备
中，也用于移动设备，农用机
械，以及市政工程车辆中。INA金
属复合材料的滑动轴承或高性能
的滚针轴承保证和齿轮几乎无传
动损失的运转。通常输送介质就
是轴承的润滑剂。如果润滑效果
不良的流体输送的应用，为使齿
轮泵获得最长的使用寿命，滚针
轴承逐渐取代了滑动轴承；而且
产生的热量减小，可以更高的转
速运行。

Twinset滚针轴承

液压齿轮箱
在四驱车辆、割草机、拖拉机和
越野车辆上，液压齿轮箱可以传
递连续可变的驱动力。除滚动轴
承和滑动轴承外，INA的精密冲
压部件，如空心柱塞，阀和精密
冲压部件，能够保证机器的可靠
运行。

越野摩托车（图片来源于：Reinert Ranch, Trebendorf)

INA 液压专件
• 热处理过的轴承钢制成
• 性价比高
• 质量轻
• 耐磨损
深冲压活塞和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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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 和 水 处 理
流体泵，阀门和蝶阀

流体技术行业可以为所有的泵提
供高效的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
这些泵用于供应饮用水、消防用
水或热水及冷却水，传输具有腐
蚀性、磨蚀性和高粘度介质以及
废水处理，并能确保长时间的平
稳运行。泵的转速和载荷是决定
是否选用球轴承，圆柱滚子轴
承，调心滚子轴承或滑动轴承的
重要参数。INA滚动和滑动轴承取
保阀门和蝶阀即使长期停止工作
后无论是以手动或驱动方式仍能
继续可靠的工作。

电力工程多级离心泵
(照片来源： KSB）

供水泵 （照片来源： KSB）

向心调心滚子轴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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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价比
高可靠性
X-life是INA和FAG品牌的优质产品
的代表，为研发工程师提出了全
新的设计理念。最先进的制造技
术，使滚动体和滚道之间的接触
更好，应力均匀。因此，在相同
的负载是在条件下，滚动体和滚
道的应力显著减少。
这意味着
• 摩擦力减小，轴承温度减小
• 润滑剂的应变更小
• 动载荷更高
• 基本额定寿命更高
因此，相同工作条件下X-life轴承
的工作寿命更长。或者，可以用
于更高的载荷，同时保证相同的
额定寿命。
X-life轴承性能优化后，可以减小
轴承的尺寸，从而显著降低设备
的整体成本。

标准化工流程泵（图片来源于：KSB）

各种泵的设计和宽泛的流体应

何应用的特定解决方案。例如，

用，涉及大量的轴承类型、设

我们可以使用X-life轴承来满足最

计、各种保持架和密封。专家团

高的使用要求。

队确保您可以获得您所需要的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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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选型和计算

专家级的技术支持

medias® professional

就能访问舍弗勒集团工业事业部

我们的流体技术部门提供有关

我们的电子支持和选型系统 medi-

全部范围的产品和服务。

as®专业版可以提供60种工业门

在这里您将能在互联网找到

滚动轴承，滑动轴承和各种定
制产品的寿命计算。我们的专
家拥有一流的流体技术知识，
客户在轴承选型、方案设计等
方面都能得到他们的专业咨询
和技术支持。

类，超过40,000种标准轴承信息。
对于INA和FAG轴承， medias 能
®

够根据DIN/ISO 281标准计算出修
正额定寿命。另外，一个全面的
数据库使润滑剂的选择变得更加
简单方便。只要点击几下鼠标您

medias®产品目录：
http://medias.ina.com
在这里您还能访问 medias®
campus和medias® interchange。
您只要经过短时间的学习 medias®

campus在线培训课程，他能提供
您所需要的滚动轴承知识。

medias® interchange能让您正确
找到来自于其他制造厂商对应的
INA和FAG产品的型号。

Bearinx®
Bearinx®可以用于详细分析滚
动轴承——包括为核算单个滚动
体的接触状况，以便计算轴承是
否适用于该应用工况。如果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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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边界条件，可对复杂系统进行轴

可以获得比常规测量设备更多功

• 设置访问权限维护数据安全

承载荷计算。同样也可以应用于

能：智能系统记录标准参数，如

计算轴的固有频率，固有振动模

振动和温度以及其他运行参数，

• 数年的历史数据价值

态，临界速度，不平衡响应。通过

如压力或流量。这种广泛的信

Bearinx®-online的“Easy Friction”

息，可对一台机器的运转状态进

模块，您能根据具体的程序对舍

行评估，帮助优化流程和降低生

弗勒滚动轴承进行摩擦计算。

命周期成本。

舍弗勒还提供广泛的与滚动轴承

尽管其功能众多，但是FAG

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我们的目标

SmartCheck是很容易操作，不需

是，降低维护成本并提高客户设

要特殊培训。参数模板与产品一

备的可靠性。服务范围包括产

同提供，即装即用。只要按下按

品，工业服务和故障诊断培训，

钮即可运行基本操作功能，而指

安装/维修，润滑，对中调整和维

示灯用来显示设备上的警戒信号

护咨询。

• 控制系统及工作站易于集成
• 轻松通过FAG SmartCheck或远
程访问获取测量数据
如您需要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咨询，
敬请登陆：
www.schaeffler.cn/fluid_technology

显而易见的好处：

状态监测报警

• 可靠的设备检查和过程监控

FAG的SmartCheck是一个全新用

• 通过整合信息，实现流程优化

以在机器和设备运行过程中创新

• 减少连接

的实时创新性监控测量系统。它

• 专利，创新的警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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